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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心障礙者健康政策： 
  原則與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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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身心障礙者因先天或後天在身體或心理的缺陷，
不能夠確保他或他自己，全面或部份喪失扮演其個
人角色及符合社會之期望，因此有賴訂定各種社會
制度以確保他們的權益。  
 

二、國家對於身心障礙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
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
應予保障及扶助自主與發展。（憲增修第十條，
1997） 

 

三、在台灣至93年底，身心障礙者約91萬人，佔
4.1％ 

 

 







補充資料 

視覺障礙 聽覺或平衡機能障礙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肢體障礙（上肢） 肢體障礙（下肢） 肢體障礙（軀幹） 

顏面損傷 植物人 失智症 

自閉症 染色體異常 先天代謝異常 

其他先天缺陷 多重障礙 慢性精神病患者 

智能障礙 頑性（難治型）癲癇
症者 

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者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心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肝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肺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腎臟）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造血機能）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吞嚥機能
、胃、腸、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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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國家應設法保障其國民基本的健康需求：不
論其膚色、種族、階級（層）皆應受到合理的
滿足。 

 

二、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包括了身
體的、心理的與社會的三個層面。 

 

三、新的健康涵意：「生活品質的提昇」、「二
次障礙的排除」等指標。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1/4) 

一、所謂身心障礙者是指任何人由於先天或後天在身   

       體或心理的缺陷，不能夠確保他或她自己，全面 

       或部份喪失扮演其個人角色及符合社會之期望。 

二、身心障礙者應充分享有本宣言所述之權利。不因 

       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立場、  

       財富、國家或是社群而有所不同。 

三、身心障礙者與生俱來隻人性尊嚴之權利應受到保 

       障。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2/4) 

四、身心障礙者享有一般人之參政權。 

五、確保各種方案設計，使身心障礙增進其信心。 

六、身心障礙者有權利獲得醫療、心理及功能治 

       療等服務。 

七、身心障礙者有權利獲得經濟安全與適當的生     

       活水準保障。 

八、身心障礙者在經濟與社會規劃階段中，因他 

       們的特殊需求有權利享有特別規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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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3/4) 

九、身心障礙者有權利與其家庭、父母、親居 

       住，並參與各種社會、創造性或娛樂性活 

       動，或是社群而有所不同。 

十、身心障礙者有權利獲得避免被剝削、 歧 

       視、 虐待及劣質的對待之保障。 

十一、身心障礙者有權利獲得生命及財產保障 

          在法律上之協助。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4/4) 

十二、身心障礙者機構必須對他們的各種權利 

          提供諮詢之服務。 

十三、對於上述的權利，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與 

          其家庭及社區充分知悉。 

十四、由於心智障礙者之障礙程度無法有效的 

          履行其權利，法律上應有明確的保障    

          措施以防止法律被任何形式對他們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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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醫療復健  
第三章 教育權益  
第四章 促進就業  

   第五章 福利服務 

   第六章 福利機構 

   第七章 罰則 

   第八章 附則 

 
 

 

 



美國身心障礙人權與健康白皮書 

政府政策方向: 
1.科技輔具的應用 
2.增進教育、工作機會 
3.提高居家自有率 
4.交通運輸的多樣性 
5.社區生活的參與 



美國身心障礙人權與健康白皮書 

預計達成具體目標： 

1.身障者與國民一般享有健康、長壽、 

      富有的生產力 
2.加強身障者的醫療照顧 
3.透過發展與維持健康的方活方式，身 

      障者有能力提身自我的健康 
4.提供完整的醫療使其獨立生活 



歐盟智能障礙者 
       之基本健康照護宣言 

健康照護準則 
一、享受照護醫生之主流健康服務 

二、在一般健康服務中的專家能勝任智障者 

       的健康問題 

三、專門從事身障者健康的專家建議或處理 

       身障者的醫學問題 

四、對智障者的健康需要跨領域的合作方式 

五、對智能障礙者的健康需要前瞻的作法 



Beange, Lennox & Parmenter 

為確保智能障礙者之健康權益，提出了十 

五點健康政策建言，做為聯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鼓勵各國推動智能障礙者健康政策之 

參考。 



身心障礙者健康政策之展望 

未來的政策展望如下： 
一、 確立身心障礙者健康議題 

二、 明確定義身心障礙標準，並普查其 

        盛行率、發生率 

三、 分析探討身心障礙者的健康實況 

四、 及時剖析政府醫療政策法規 



提升身心障礙者之健康權能 

（一）增加身心障礙者獲得充分的健康 

          知識 

（二）善用各種健康資源 

（三）拓展互助支援網絡：結合家長團 

          體，組成互助支持的組織 

（四）參與決策能力與機會以確保本身及 

          智障者的權益 



結論 

對於身心障礙服務措施 
1.傳統上社會福利模式的照顧型態為主，以
社福機構專業人員的觀點為出發點，缺乏
讓身心障礙者有足夠參與決策的機會 

2.國際間目前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自己居家
儘可能自立，而不因生理與心理之障礙而
喪失表達喜好與決策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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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水性緩坡海堤 
             之休閒遊憩功能研究 

 

   張雅茹/9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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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執行期間 
 

 

87年8月1日～8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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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2） 

 緩坡海堤面坡越緩，水理特性越優越 

 緩坡海堤最佳坡面為5～6之間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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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2） 
 （問卷顯示） 

國人偏好岸上定點、靜態遊憩活動 

 （問卷顯示） 
對海岸景觀設計及休閒設施需求，多配
合海岸休閒遊憩活動偏好 

 （結論） 
海岸休閒遊憩活動可配合緩坡海堤之設
施建造，來達成遊客親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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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與目的 

 親水性海岸結構物在歐、美、日
已盛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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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等國使用方式 

 改以緩坡式土堤取代傳統混凝土堤 

 在堤上植被以達到綠化及放牧效果 

 以養灘方式讓灘線外移，以降低海
堤高度 

 建造階梯式海堤，增加海岸易達性 

 設置看台、人行步道、座椅等，吸
引人群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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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理特性及休閒功能（1/2） 

 綜合國內外海岸工程專家學者對
緩坡海堤水理特性之相關研究 

 在考慮建造成本經濟性與各項水
理特性之優點下，選取緩坡海堤
最佳坡面為cotα━ 5~6 最佳 
（依據p.2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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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理特性及休閒功能（2/2） 

 經問卷填選得點值統計： 
受訪者到海岸地區從事休閒活動排序如下 
1.觀景活動（22.7％） 
2.散步活動（19.8％） 
3.戲水（17.6％） 
4.曬太陽（9.5％） 

 由以上排序可知，國人於海岸休閒遊
憩活動包含動態與靜態 

 以上活動可藉由海堤設施的建造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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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日本經驗歸納結果 

面坡 

1：2～1：3      

休息、觀景，不舒適 

1：3～1：5      

適合坐臥、遠眺觀景、散步等活動 

1：5～1：20      

除坐臥、遠眺觀景、散步活動，並
適合從事跑、跳等輕微運動 

 

1：20 

1：5 

1：3 

1：2 

當緩坡海堤面坡在1：3以上，海堤可提供休閒遊憩功能 

隨面坡越緩，海堤提供之親水機能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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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1/3） 

 在相同水理特性下，降低緩坡海
堤堤高，可減少建造成本， 
海堤面坡設計cotα━ 4~8最佳。 

 當緩坡海堤建於堤腳水深3～4公
尺時，由於建造成本相對其他水
深條件低，具有較高的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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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2/3）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設計面坡緩之海堤，建議結合非
定點、動態之休憩活動設施。 
設計面坡陡之海堤，建議規劃定
點、靜態之休憩活動設施。 
以提高海堤之休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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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3/3）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國人之海岸休憩活動兼具動、靜態。 

對海岸景觀設計及休閒需求多是
配合海岸休憩活動偏好。 
休憩活動可藉由海堤相關設施 
  的建造與提供，來達成國人休 
  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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